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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二维码查询：病例活动
轨迹风险点位及成都风
险区划定情况

8月4日0-24时
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例
无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最新动态

四川疾控重要提示：

请7月23日以来，有海南省三
亚市和海南省其他疫情发生地
（海口市、儋州市、东方市、陵水
县、临高县、乐东县、五指山市）旅
居史人员，主动向所在社区（村）/
（宾馆、酒店）报备，及时就近进行
3天2次核酸检测（间隔24小时），
并配合做好相关防疫措施；其中
有海南省高风险区旅居史的实施
7天集中隔离，有中风险区旅居史
的实施7天居家隔离。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
众志
成城

从平常的生日、纪念日、
每周一花，到520、七夕，外卖
鲜花成为成都人的节日选
择。8月5日，据各大配送平台
数据显示，成都七夕当天鲜
花订单量火爆。其中闪送数
据显示，成都单城当日鲜花
订 单 相 比 前 一 日 增 长
1209.2%，排名全国首位，荣
膺“最浪漫城市”；美团数据
显示，成都七夕当天的鲜花
订 单 量 环 比 前 一 日 增 长
278%，排名全国前三；饿了
么数据显示，七夕前夕，成都
预定鲜花外卖的订单量同比
去年增长3倍，异地的鲜花订
单同比去年增长量500%，全
国最高。

七夕鲜花订单量
环比增长278%

美团数据显示，七夕当
天的鲜花订单量比前一日增
长278%，深圳、成都、北京订
单量排名靠前，郑州订单量
增速最快，同比去年增长
287%，此外，还有超1000个
小城鲜花订单量环比上周涨
幅超1000%。

“往年提前四五天就有
预订单，今年几乎全都集中
在七夕当天，差点忙不过
来。”成都一家鲜花店店主
表示，今年的消费者普遍都
不着急，晚上的订单也比往
年多。

今年异地鲜花订单增
长显著，同比增长76%。其
中，异地下单送花最多的
城市是成都、北京、深圳，
而收到鲜花最多的城市是
北京、上海、深圳。异地鲜
花订单中，有近30%的订单
来自80后、70后甚至60后消

费者。其中80后异地鲜花订
单增速最快，从订单备注
看，以分居两地的夫妻群
体为主。从消费群体性别
看，重庆女性下异地鲜花
单的比例最高，达57%，成
都紧随其后。

相比以往
七夕鲜花订单最高

据闪送数据显示，成都
单城当日鲜花订单相比前一
日增长1209.2%，排名全国首
位，荣膺“最浪漫城市”。其
中，成都七夕单日鲜花订单
记录创造者是一家金牛区的
花店，一天为1640名用户送
去了鲜花。

该花店老板赵女士告
诉记者，因七夕节鲜花订单
量较大，店里9名员工从8月
3日下午两点左右开始准
备，一直忙到4日晚上12点
才休息。他们家的订单来自
网上预定和实体预定，还有
微信预定等，其中销量最好
是11支包装规格的红玫瑰，
33支、99支购买的人群也比
较多。相比以往，七夕鲜花
订单最高。

来自饿了么的数据显
示，今年七夕前夕，成都预
定鲜花外卖的订单量同比
去年增长3倍。在七夕当天
成 都 鲜 花 预 定 订 单 增 长
250%，成都的热门鲜花销量
排名红玫瑰、向日葵、碎冰
蓝玫瑰。送异地的鲜花订
单 ，成 都 同 比 去 年 增 长
500%，全国最高。成都最喜
欢给重庆、上海和北京的爱
人送花。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实习生 赵云帆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
院表示，早在5月5日下午，亓
鲁光在医院门诊出诊时，就
已感到头隐隐作痛，有些不
舒服，大家都劝她回去休息，
但是她说：“病人来一趟不
容易，我给他们看完吧。”亓
鲁光一边接受扎针的治疗、
一边给病人看诊，直到最后
一个病人离开诊室。

8月4日晚间，亓鲁光的
朋友圈发布了一则图文，两
张图片为她生前在海边灿然
大笑，面向蓝天展开双臂的
照片。配文为：

“各位，再见了。天堂需
要我去治糖尿病，帮着造小
baby去了。想我的话就8月6
日上午9点，成都东郊殡仪馆

‘悼念大厅’来送送我吧（需
要48小时核酸哦）”知情人透
露，该条朋友圈为亓鲁光的
儿子、电子科技大学教授熊
文汇代为发送，“希望人们永
远记住她开心的样子。”

据了解，亓鲁光擅长治
疗代谢紊乱综合征、肥胖；

糖尿病及其慢性并发症。善
于用中西两套方法处理疑
难病，特别是用中医中药治
疗糖尿病及并发症，如糖尿
病坏疽、皮肤病变、神经病
变、肾病等西医难治的并发
症，用中药治疗均取得可喜
的疗效。

公开资料显示，亓鲁光
于1951年10月出生，为主任
中医师，修中医内科专业，从
事中医临床工作47年。她是
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
殊津贴专家，国家第5批、第6
批名中医指导老师，曾任世
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糖尿病
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
中西医结合内分泌专业委员
会委员，获卫生部甲级成果
奖、四川省科学进步奖三等
奖、成都市科学进步三等奖，
发明专利多项，发表论文数
十篇，主编《糖尿病的中医治
疗》在德国爱思唯尔科技出
版社出版。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刘珂君 综合报道

8月5日，记者获悉，为满足广大
观众对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的需
求，按照成都市各区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指挥部要求，杜甫草堂、成都博
物馆、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成都永陵
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等将
在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的基
础上，陆续恢复开放，请前往各大博
物馆的游客，按照疫情防控要求进
入场馆。

同时，成都博物馆智慧票务系
统也将正式上线，该系统采取先线
上预约、后入馆的方式，健康码、场
所码，以及入馆二维码三码合一，只
排一次队，实现分时段、错峰游览。

在历时大半个月的闭馆过程
中，各大馆的重磅新展也在期待着
与游客见面
■金沙遗址：带你体验“赶海”的乐趣

8月6日，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即将上新“神奇宝‘贝’--奇妙的贝
类世界”特展，该展集中展示了1200
余件（套）来自中国（海南）南海博
物馆、四川博物院、四川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等5
家文博单位的珍贵贝类标本及相关
文物。

据介绍，展览将自然探秘与历
史文化科普创造性结合，从展板设
计到展厅布置，从互动游戏到科普
折页，还有广受孩子们喜爱的社教
活动，一系列独具巧思的设计，将引
导观众亲自探索奇妙的贝类世界，
不出成都，体验“赶海”的乐趣。
■成博：“五大名窑”首次集结

据悉，8月6日，“空明流光：宋
瓷·五大名窑”特展将在成博盛大开
启。展览以“瓷”为媒，从“瓷”说起，
汇集350余件极具代表性的宋代瓷
器精品，40余件一级文物和大量新
近出土的重要考古发现，是定、汝、

官、哥、钧“五大名窑”于西南地区的
首次集结。
■川博：古代体育大展来袭

四川博物院和成都体育学院
博物馆联合主办的“竞出东方——
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特展”，将在开
放之后，于四川博物院临展二、三
厅展出。展览精选故宫博物院、秦
始皇帝陵博物院、河南博物院、南
京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首都
博物馆、四川博物院等50家文博单
位的350件/套文物精品，其中，一
级文物68件。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曾琦

“天堂需要我去治糖尿病”

四川名中医亓鲁光逝世
生前扎着针坚持看诊

亓鲁光扎着针坚持看诊 图据亓鲁光学生王冰冰

金沙、草堂、成博、永陵……

陆续恢复开放 按防控要求入馆

不愧是最浪漫城市！
成都七夕异地鲜花订单

全国最高

封控小区外的“守护者”：

手机3小时被打停机，
“再忙再累，得到理解很欣慰”

唐培江指导工作人员穿防护服 图据受访者

在广大市民群众共同努力下，全
区疫情防控形势持续稳定，经成华区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研究决定，
现就调整部分区域疫情防控措施通
告如下：

府青路街道桃源、怡福、文德、桃
蹊社区及青龙街道东林、致强、昭青
路社区除高中风险区以外的小区院
落有序解除封闭式管理。上述社区区
域内各机关、企事业单位恢复正常上
班；各类经营场所、门店（除空间密闭
娱乐场所、公共文体活动场所等暂停

营业开放的单位外）有序恢复生产经
营秩序。解除局部交通临时管制。

请上述社区区域内各机关、企事业
单位、门店、小区院落严格落实安全生
产要求，及时开展安全检查，消除安全
隐患。各单位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
格落实体温检测、扫码亮码、戴口罩、通
风消毒、错峰限流等疫情防控措施，对

进入场所人员查验48小时内核酸阴性
证明。请市民群众定期开展核酸检测，
做好“防疫三件套”，不聚集、不扎堆，保
持勤洗手、多通风等良好卫生习惯，出
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应做好个人防护，
立即到就近的发热门诊就诊。

全区现有的高中风险区、居家隔
离人员管理按照疫情防控有关规定

执行。
感谢广大市民群众的理解与配合，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疫情防控工作，齐心
协力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

本通告自2022年8月6日0时起实
施，全区疫情防控措施将根据疫情进
展和防控需要作动态调整。市民群众
如有需要，请致电12345市长热线或所
在街道公开服务电话。

成都市成华区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指挥部

2022年8月5日

8月4日0-24时，“07·20”疫
情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例（为隔
离管控中的密切接触者），无新
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截至8月4
日24时，本起疫情累计报告本土
确诊病例127例，本土无症状感
染者76例。 据健康成都官微

为方便市民排查风险轨迹，
现将成都市本轮本土疫情病例活
动轨迹整理如下，请市民朋友们
对照自查。如与以下活动轨迹有
重叠，立即向社区和单位（或居住
的酒店）报备，三天内接受三次核
酸检测（间隔24小时），期间做好
个人防护，不聚会、不聚餐。如有
疑问，请拨打12345咨询。

8月5日，记者从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及
多位知情人处了解到，四川省名中医、国家名老中
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室指导老师、博士生导
师、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中医师
亓鲁光教授因蛛网膜下腔出血医治无效，于8月4
日下午在成都去世，享年71岁。

“ 各 位 ，
再见了。天堂
需要我去治
糖尿病，帮着
造 小 baby 去
了。想我的话
就8月6日上
午9点，成都
东郊殡仪馆

‘悼念大厅’
来送送我吧
（需要48小时
核酸哦）”

调整部分区域
疫情防控措施成华区

成都市成华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关于调整部分区域疫情防控措施的通告

（2022年第22号）

8月6日0时起
成华区解除

局部交通临时管制

8月5日，记者从成都市公安
局交管局获悉，在广大市民群众
共同努力下，成华区疫情防控形
势持续稳定。根据疫情防控进
展，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决
定于2022年8月6日0时起，解除
对成华区辖区内部分道路实施
的交通临时管制，恢复正常通行
秩序。

据成都地铁消息，自2022年
8月6日运营开始，成都地铁府青
路、八里庄、李家沱、驷马桥、前
锋路站将恢复运营，请乘客们做
好出行安排。

另据成都公交官微消息，按
照成华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
挥部最新管控要求，针对府青路
街道管控区域调整，自 8 月 6 日
起市公交集团共计 20 条线路恢
复原线行驶及站点停靠。请市民
乘客提前做好出行安排。

（据成都发布）
8月3日，成都市疫情防控工作

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目前，成华区社
会面传播已得到有效控制，疫情形
势整体平稳。

为避免疫情扩散，切实保障广
大市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及时流调溯源、开展风险人员排查，
及时追踪管控，是斩断疫情传播的
关键。出现确诊病例的小区划定风
险区域进行封控管理，就是其中一
项举措。

小区封控管理了，但生活还要继
续。封控小区少则数百人、多则成千
上万人，除了生活物资保障，生命安
全和健康也是重中之重。在每一个封
控小区外的指挥部，都设有医疗点，
由医务人员驻点，担当着居民们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守护者”。

7月25日凌晨，本来从7月22日
起就在红枫岭一期驻点的唐培江又
接到新的指令：红枫岭三期临时封
控，小区住户多，需要支援。

唐培江，是成华区跳蹬河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治医师。这是
他第二次参与负责封控小区的驻点
医疗工作。“第一件事就是先按照要

求，梳理设置好通道，哪些地方是清
洁区、污染区，工作人员从哪里进、
哪里出，生活垃圾、医疗垃圾怎么堆
放、运输，培训工作人员如何穿脱防
护服、做好消杀。”唐培江对工作流
程已经非常熟悉。但在红枫岭小区
三期驻点的第一天，却让唐培江“始
料未及”，“早上七点到岗，上午10点
手机就被打停机了。”唐培江说。

上百个电话，唐培江对封控小
区的特殊人群摸了个底：“有多少病
人？多少孕妇、几个临产？一周岁以
内的孩子、独居的高龄老人有多少
……”唐培江说，第一时间就要做个
回访，尤其是最近有紧急的就医用
药需求的，登记上报，以备区卫健局
后期协调。

封控第一天，就有小区居民打
12345热线，投诉就医问题。原来，居
民章先生的母亲是一名肿瘤患者，
到了复查的时间，老人身体状况不
好，又恰好遇到封控。章先生有些着
急，联系楼栋网格员后没有及时收
到回复，便生气地拨打电话投诉。

“实际上，我们第一时间就上报
了，但需要联系能接收的定点医疗

机构，还必须派出救护车进行闭环
转运，确实需要时间。”唐培江说，在
章先生投诉时，救护车已经到位。得
知老人病情严重、急缺一种治疗药
品后，医疗点又紧急联系上级医院，
协调用药。“这位老人先后转运了2
次就医，居民看到了我们工作的繁
忙，了解到就医的流程后，觉得我们
确实很忙，表示理解，还悄悄给我们
点了外卖饮料表示感谢。”唐培江
说，能够得到居民的理解，他再忙再
累，也觉得很欣慰。

记者了解到，在成华区中高风
险区，共设置了50个现场医疗组，通
过电话、微信、视频、互联网医院等
在线方式，对症指导用药、康复等居
家治疗服务，对确需入院治疗患者
统筹调配转运救护车13辆、社会车
辆25辆、大巴8辆（专用于血透病人）
实施闭环专车转运。

自封控以来，成华区共调度转
运就医217人次，其中血透患者110
人次，换药拆线、发热腹泻、慢阻肺
并发症等其他患者107人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遵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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